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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食品供应短链的发展实践
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率先发起抵制农业工业化的食物运动，旨在推动可持续的本地化食物生产和消费、重建生

［动态］

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增强小农在食品经济中的地位。在此背景下，一种新型的食品供应模式——食品供应短链
应运而生。后来，食品供应短链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得到迅速发展。欧美国家食品供应短链的发展为中国乡村振

印度

兴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路径。

中国是碎米最大进口国
印度贸易数据显示，2021/2022
财年印度向中国出口了 163.4 万吨
大米，同比激增 393.2%，这占到印度
大米出口总量的 7.7%，其中碎米占
97% 。 2021/2022 财 年 印 度 大 米 出
口总量（包括巴斯马蒂大米和非巴
斯马蒂大米）为 2121 万吨，同比增
加约 20%。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印
度碎米的最大进口国，此前印度主
要向非洲国家出口碎米。分析师
称，中国对印度碎米需求激增的主
要原因是面条及酿酒行业对大米的
需求增加。印度大米出口商协会前
主席 Vijay Setia 表示，早在疫情暴
发之前，中国就曾向印度派遣一个
代表团，考察了几家大米加工厂。
该分析师称，碎米需求增加的另外
一个原因可能是玉米价格上涨。

欧盟自 2011 年以来一直在欧洲各国推广食
品供应短链模式，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农户采取
直销或只通过一个中间商销售农产品。据统计，
欧盟国家 15%的农户所生产的 50%以上的农产品
是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欧美等国食品供应短
链的发展实践表明，食品供应短链是现代食品体
系的重要补充，其对于重构消费者对食品的信
任、推动农村经济及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的价值和意义。

●欧盟食品供应短链的主要发
展模式
农场个体直销。农场个体直销是食品供应
短链最简单的形式，即农户将自己生产的农产品
面对面地直接卖给消费者，一般适用于小规模经
营农户。欧盟国家的农场个体直销主要有农夫
市集、消费者自采、路边销售、农场商店销售、盒
子计划等。
农场合伙直销。欧盟食品供应短链的另一
种直销形式是多个农场合作或结盟将其农产品
销售给消费者个体或群体。合伙直销的场所通
常在一个农场或本地商店。例如，本地农场经常
会“结盟”，一起在美食节或集市展示和销售农产
品。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生产者组织会参加当地
的公共采购项目，
为本地学校或医院提供食品。
社区支持农业。在欧盟各国，社区支持农业
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特
征——与消费者共享农场收益。社区支持农业，
本质上而言，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是一种合作关
系，消费者参与生产者的生产决策，并承担部分
风险和回报。消费者通常在收获前提前支付当
年部分的生产投入成本，收获后会收到一定份额
的农场通过有机方式种植的新鲜的季节性农产
品。有些欧洲国家的社区支持农业，消费者可以
参与农场的劳动。农场主也能从社区支持农业
中获益，具体包括更稳定的收入以及与消费者更
紧密的联系。据欧盟社区支持农业的相关研究
统计，2015 年约有 50 万欧洲人曾通过社区支持
农业项目购买食物。其中，法国是社区支持农业
项目最多的国家，大约 2000 个，其次是比利时
138 个，意大利 104 个。

尼日利亚
网络直销。即消费者通过网上商店在线购
买所需要的农产品，农户通过第三方物流或自营
物流将农产品配送给消费者。随着互联网的快
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欧洲农户通过网络商店将所
生产的农产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学者 Kneafsey 等研究表明，欧洲采用线上销售的农场数量
占农场总量的 20%左右，这些农场大多是大型农
场，雇员数量在 900 人以上，大型农场的农产品
产量大，通过网络销售，
其消费市场更广阔。

●欧盟食品供应短链的发展特点

实施农业补贴政策。欧盟非常重视食品供
应短链的发展，2014~2020 年欧盟乡村发展战略
第一次明确定义了食品供应短链，并提出重点发
展食品供应短链。欧洲议会、欧洲乡村发展农业
基金也提出支持欧洲食品供应短链的发展。欧
盟主要国家针对食品供应短链的立法措施主要
体现在欧盟共同农业政策中，其立法的主要目的
是补贴食品供应短链的参与者，推动农村地区经
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在 2014~2020 年欧盟乡

村发展战略中，明确定义食品供应短链是涉及数
量较少的经营者、有合作承诺、推动农村地区发
展、紧密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食品供应链。欧
盟在法规 1698/2005 中提出在农村地区补贴食品
供应短链，其中涉及鼓励农民参与食品质量标准
的制定，这不仅增加了农户参与食品供应短链的
积极性，而且食品质量标准将优质产品和产地紧
密关联，为农村本地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重视农产品标签和品牌认证。在欧洲，欧盟
制定了标签认证系统，广泛应用于各类食品供应
短链中。标签上不仅显示农产品最基本的成分
表、原产地等信息，还包括农产品是否有机的认
证及溯源系统等。与美国和日本农产品认证不
同的是，欧洲的农产品认证除了包含必要的营养
表和原料成分外，同时还附有农产品的价值信
息，如品质、新鲜度、味道等。农产品标签提供的
有关质量和原产地的信息成为消费者购买决策
的重要依据。在法国，标签认证系统广泛应用于
奶酪和葡萄酒行业。此外，品牌是欧洲国家农产
品标签认证的一种普遍形式。例如，在意大利，
慢食协会一直致力于如何增加本地农产品的价
值。慢食产品集品质、历史和文化于一体，一些
带有慢食品牌的产品引起了许多消费者的兴趣。
注重供应链合作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为了
促进欧洲农产品供应短链的可持续发展，欧盟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加供应链成员之间的协同合
作，如在 2014~2020 年欧盟乡村发展战略中，明
确提出通过合作促进农产品供应短链的发展，具
体包括“农产品供应短链和本地市场中供应链成
员之间的横向和纵向合作策略”
“ 促进农产品供
应短链和本地市场发展的推广活动”。欧盟委员
会的专家经过分析研究认为，协作型供应短链能
有效改善面向消费者的产品范围，增加生产者和
加工商之间的资源共享，增强农户的谈判能力，
减少小规模生产农户之间的竞争。同时，欧盟也
非常重视农产品供应短链的创新发展，于 2012
年专门成立了欧洲农业创新协会，旨在促进农林
业竞争性和可持续发展。
徐娟 张昊 李学婷 文华

应对气候变化 智利尝试开发车厘子新品种
据智利农业部官网消息，智利农业部当局近
日参观了位于奥希金斯大区车厘子品种改良园
区。据介绍，在智利 Biofrutales 生物技术集团和
生产促进局的支持下，农业部下属农业研究所成
功实施了国家车厘子育种计划，该计划旨在开发
专门适应智利中北部地区暖温带气候的车厘子。
智利农业部副部长何塞·瓜哈尔多·雷耶斯
表示：
“ 气候变化造成的问题正在影响智利的水
果种植产业，比如可用水源减少、冬季温度上升、
病虫害增多，这些都可能威胁到我们的水果出

口。为此，我们要通过 INIA 对车厘子品种改良项
目予以支持。”
INIA 计划中的遗传学家何塞·曼努埃尔·多
诺索指出：
“ 这项计划旨在培育出在生产方面有
竞争力、对消费者有吸引力，同时可以在国家中
北部地区进行种植的车厘子品种。”
Biofrutales 集团经理罗德里戈·克鲁萨特则
称：
“在车厘子行业，可以说 80%的生产活动都集
中在 8 周内，即生产集中度很强。然而，劳动力
不足，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物流问题，都会让车

厘子产业蒙受很大损害。因此我们需要提升生
产能力，
使品种多样化，
并重新分配市场份额。
”
据了解，第一个完全适应智利中部和中北部
气候条件的智利车厘子品种，预计将在未来一两
年内投放市场。智利是南半球车厘子的主要生
产国和出口国。数据显示，智利车厘子种植面积
近 5 万公顷，
2021~2022 年产季，
智利车厘子出口
数量约 7100 万盒（5 公斤/盒）。
（据《南美侨报网》
）

将从俄罗斯
进口小麦和钾肥
据《先锋报》报道，尼日利亚将
从俄罗斯购买小麦和钾肥。尼日利
亚主权投资局局长表示，在多国对
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且加拿大可
以同等供应尼所需小麦和钾肥的情
况下，选择从俄罗斯购买主要是考
虑到其供应将比加拿大更快到达。

英国
出台粮食安全计划
抵御粮食供应危机
英国公布了新的粮食安全计
划，通过激励农业生产和加大政府
对农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方式，以抵
御俄乌冲突对该国造成的粮食供应
危机和食品价格飙升。据了解，该
计划包括政府将在 2029 年前向农
业技术创新和研究计划中投入 2.7
亿英镑(约合 22.7 亿元人民币)，以
加大推动农业技术创新，从而有助
于提高农业生产力以及行业的持久
反弹韧性。除加强行业投入外，英
国政府还寻求在整个食品供应链产
业中扩大就业，为个人提供技能培
训，为农业和种植业企业提供可持
续经营的技术帮扶。

伊朗
鱼饲料
价格上涨 30%~35%
据《金融论坛报》报道，伊朗渔
业组织负责人表示，随着为基本商
品进口按照 42000 里亚尔/美元的
官方汇率提供外汇的补贴汇率政策
被 废 除 ，鱼 饲 料 价 格 上 涨 30% ~
35%。该负责人指出，由于饲料价
格上涨，占伊朗国内鱼类消费比重
约 90%的冷水鱼价格也迅速上涨，
每 公 斤 冷 水 鱼 价 格 由 2021 年 的
60~70 万里亚尔增至目前的 100~
110 万里亚尔。该负责人还预计伊
朗 水 产 品 产 量 在 2022 年 3 月 至
2023 年 3 月间将达 70.8 万吨。

